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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崇拜祝文、經課及詩歌
宣召經句 聖哉、聖哉、聖哉、主──全能的上帝；昔在、今在、以後永
在！（啟示錄 4:8）
祝文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已經施恩給祢的僕人，使我們因為承認真
道，認識永在三一的榮耀，又藉祢威嚴的大能，敬拜祢為三位
一體的主：聖父啊，求祢使我們堅守真道，恆心敬拜，並帶領
我們終於得見祢獨一永恆的榮耀；祢和聖子、聖靈，惟一上帝，
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阿們。
聖詩

經課一

[早堂]

升階詩：聖哉三一歌
獻禮詩：高唱主名歌
結禮詩：求賜智勇歌

(普 1)
(普 451)
(普 415)

[午堂]

始禮詩：聖哉三一歌
升階詩：來讚美我上主
獻禮詩：教會根基歌
結禮詩：信徒精兵歌

(普 1)
(樂 121)
(普 272)
(普 425)

詩篇

箴言 8:1-4,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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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課二

羅馬書 5:1-5

福音

約翰福音 16:12-15

聖餐詩

[詩班獻詩] 願我心頌揚

舊約 929 頁
(早堂：周刊 7 頁)
(午堂：見附頁)
新約 232 頁
新約 168 頁
(周刊 6 頁)

主日崇拜時間： (早堂) 上午八時正
(午堂) 上午十一時正
歡迎：謹此歡迎初次到本堂崇拜之朋友，我們希望認識你們，如方便者，
請在崇拜後與我們的招待員或牧師聯絡。
主日奉獻：本堂聖工得以推展，全賴教友熱心奉獻。在本主日早堂及午堂
崇拜中，將同時收集兩次奉獻：第一次為主日奉獻(綠色奉獻袋)，第二次
為聖堂修葺奉獻(紅色奉獻袋)。盼望眾兄姊盡上管家的職份，熱心奉獻。
靈修雋語 俄羅斯大文豪 杜斯妥也夫斯基 Fedor Dostoevski
一百隻兔子不是一匹馬，同樣一百個疑點也不等於一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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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 聖工輪值：聖餐 (公禱書)
六月十六日 (三一主日)
主禮及講道
襄禮
讀經
代禱
侍從
司琴
司捐
財政
音響控制

鄺保羅
林振偉
龐祖賢 溫美英
劉蓮愛
許仁仁 周志傑 施琼薇
李富萍
譚憶雅 徐素娟
姚懋偉
王廣生

[午堂] 聖工輪值：聖餐 (堅振禮文)
主禮
講道
襄禮/司禱
持杯
奉獻酒餅
詩篇
讀經
代禱
侍從
司琴
司事
音響控制
同行者
財政
插花
祈禱會
宣佈

註：(組長)，司事：接待及司捐

六月廿三日
冼月芬
--譚憶雅 梁小慧
馬麗眉
王廣生 劉蓮愛 賈普匡
張翠儀
蔡廼昌 楊德廉
許仁仁
談均宜
早禱(日常禮讚)

六月十六日 (堂慶暨堅振禮)

六月廿三日

鄺保羅
鄺保羅
林振偉
林偉明 吳瑞群
王廣生 陳珮欣
(誦讀) 領:黃文耀
林素琴 許穎薇
林麗琼
姚子健 姚詠恩
陳紹輝 盧韻詩
周天啟
謝孝蕙 歐陽秀蘭
陳靜儀 (伍建平)
蕭天恒
王白麗
區志聲 (黃文深)
插花班
周佑來
姚子健

--陳可欣
姚子健
----(安立甘頌)
賈于純 蔡婉玲
張達斌
冼麗恩 黃倬韜 鄧智仁
張子鋒
任正民
伍 麗
黃文泰
劉素娟
黃福禮
陳可欣
吳瑞群
姚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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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穎薇
(黃雅璇)

(趙柏濤)
甘麗雲 林雅靜

歡迎
歡迎鄺保羅大主教於本堂五十八周年及赤柱聖恩堂二十三周年聯合堂慶日
蒞臨本堂，於早、午堂崇拜中主禮、講道及出席聚餐，增進信徒靈命。
本堂亦歡迎聖恩堂的教友出席今天的聯合堂慶感恩崇拜和聚餐，願北彼和聖
恩日後有更密切的交通，彼此支持代禱。
敬請各牧區議員崇拜後留步拍照。而已報名參加聯歡聚餐者，請於午堂崇拜
後隨即移步往聖米迦勒小學禮堂。
本主日(三一主日)舉行堅振禮
請為本主日領受堅振禮者感恩祈禱，願主繼續保守他們，使他們成為一點為
主發亮的燭光，在人生的朝聖路上與眾信徒同行。名單如下：
聖恩堂：陳碧玉、潘潔
北角聖彼得堂：伍 麗、李興嫦、林華芳、劉依薇、陳冬梅、彭雲美、
庄嬌玲、翟曉晴、林穎心、彭立賢、馮偉東、伍雪雯、
吳偉霖、甘麗雲、鄒榮肇、李綺薇、羅偉棠
2019 年度全堂學道班 (尋索/進深課程)
主日課堂 上午 10:00-10:45

地點：副堂

日期

專題及經文研讀

負責人

23/6

從疑慮到立約：創世記 15:1-12,17-21 (研經)

黃潔芳

30/6

從疑慮到立約：創世記 15:1-12,17-21 (專題)

林振偉

以諾團契遊車河(港珠澳大橋加珠海市區)
將於 6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於港鐵欣澳站 A 出口集合。當天下午
假珠海唐宴酒家午膳，歡迎教友攜同親友參加。請向本堂幹事報名。
參加者須帶備身份証、有效的回鄉証及八達通咭。
六月份讀書會
日期：6 月 28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00-9:30
地點：副堂
備有簡單晚膳，餐費 30 元正，歡迎參加。請向本堂幹事報名。
閱讀書籍：古倫神父著《幸福人生的八條道路》之心地純潔的人是幸福的。
牧者消息
本堂主任牧師將於 6 月 17-23 日離港赴美學術交流。期間教友若有牧養方面
的需要，可聯絡幹事，謹此敬告。
幹事消息
本堂兼職幹事李玉蘭女士將於 6 月 10 - 21 日休假，特此通告。
3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及北角聖彼得堂合辦
聖地朝聖之旅──屬靈生命的追尋
這是一次屬靈生命之旅，藉踏足耶穌走過的地方，尋覓耶穌的教導如何影響
人類的歷史及我們所居住的世界，和如何影響着自己的生命。行程將包括耶
穌在傳道時觸及過的地方，從提比利亞(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讓參加者實地
認識聖經所記載耶穌傳道時的一言一行，在基督走過的路上領悟信仰的真
實。教堂備有單張及報名表作詳細介紹，歡迎索取及參閱，也可向主任牧師
查詢。
探訪部活動
本周將探訪下列教友：黃漢深
如有感召加入探訪行列，請與部長吳瑞群聯絡；或向本堂幹事報名。
獻花及獻刊登記表
2019 年度 6-10 月之奉獻週刊及聖壇鮮花登記表已張貼於招待處報告板上，
謹此呼籲教友為聖堂崇拜所需，如週刊印刷費及聖壇鮮花擺設，亦可為某重
要日子，如生辰，結婚紀念或悼念親人等，作特別奉獻。請將姓名填在表格
內，以便在該期週刊登出。
奉獻及繳費
教友奉獻或繳交費用，請盡量使用支票或自動轉賬辦理。如以支票奉獻，敬
請抬頭寫上「北角聖彼得堂」或「St Peter’s Church North Point」
。
上主日崇拜統計
早堂崇拜人數 42 (領餐人數：40)
午堂崇拜人數 161 (領餐人數：150)
上周聚會人數
兒童主日學：38 (9/6)
聖樂部練詩：15 (9/6)
以諾團契：-北彼關懷小隊(綜藝)：休課 (8/6)
學道班：34 (9/6)

仁愛組：7 (10/6)
和平組：休課 (8/6)
喜樂組：3 (8/6)
忍耐組：休課 (8/6)
恩慈組：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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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本年度暑期活動──<變變變⋯⋯我是誰>
本年度的小學暑期活動將於以下時段舉行：
(一) 7 月 15 至 17 日(星期一至三)，上午 9 時至 11 時
對象：小一及小二學生
(二) 7 月 18 至 20 日(星期四至六)，上午 9 時至 11 時
對象：小三及小四學生
主題： 藉着遊戲讓學生探索不同的性格特質，學習以仁愛的眼光看待自己及
身邊的人，並體驗信仰的特質。活動包括閱讀繪本故事、競技遊戲、
分享及反思等。
報名及查詢：請向傳道幹事黃潔芳索取報名表。
另外，誠邀弟兄姊妹協助參與以下侍奉崗位：活動前的籌備、物資處理和茶
點等，單日或全期參與均可；並請大家代禱及奉獻支持。有興趣參加者請向
負責導師陳珮欣報名。
主日學福音營開始報名了！
這是本堂在暑假日子為主日學升小四以上學生預備的，期望家長們鼓勵自己
的子女參加。
這個活動是希望讓每位參加者對基督信仰認真，讓他們在課堂上學到的東西
和信仰知識有更深的掌握，溫故而知新，在生活上知道怎樣行，如愛人如己、
憐恤人，在崇拜和祈禱外，也明白做個小小信徒都會面對各樣困難，讓這些
「知道」能成為他們成長的力量，使他們從小學曉做一個人。
我們希望幫助同學明白福音──好消息──是甚麼的一回事，與他們有甚麼
關係，從而認識上帝是力量的根源，使我們有克服困難的意願和倚靠。期望
家長們都能讓你們的子女學懂成長的功課，將來成為一個愛上帝、愛家人、
愛鄰舍，關心社會，和對世界有遠景的人。
營會詳情如下：
日期：7 月 18 至 20 日 (星期四至六）
地點：救世軍白普理營（長洲明暉路 6 號）
對象：升小四以上主日學學生
名額：20 人
費用：$200（已包括住宿、膳食及保險）
*集合及解散詳情容後公佈。
查詢及報名：可與主日學部長/該班導師聯絡（WhatsApp 5546 3462)。
報名時，請連同表格及費用遞交。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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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堂詩班獻詩
《願我心頌揚》
曲、詞：Terre McPheeters and Greg Gilpin
中文譯詞：譚靜芝 (詩篇 111)

願我心頌揚，齊發讚美，頌讚衪榮名，來獻詩和唱。
歡呼歌頌神，妙韻奏遍，用角聲、詩歌，揚聲稱謝祢。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稱謝讚美永不休歇，因衪慈愛信實深廣。
稱謝頌歌直到永遠，直到永遠，到永遠 。

樂器小組獻奏 《羔羊頌》(Agnus Dei)
曲：比才(Georges Bizet)

詩班聖餐詩
《Remember Me》(記念我)
曲: Stan Pethel 中文譯詞: 高蔡慧君 (林前 11:23-25)
And when the evening was come,
We had gathered as Jesus had asked us to,
Then he took the bread, broke it and said,
"This is my body, broken for you."

在那最後的一夜，
我們聚集如主耶穌所吩咐，
祂將餅拿起，擘開並說，
"這是我身體，為你所捨。"

(Refain)
Remember me when you come together,
Celebrate new life you've been given,
Ever my children with you I'll be,
Just remember me.

(副歌)
當如此行，是為要記念我，
當慶祝，所得的新生命，
我必與你們同在同行，
是要記念我。

And then he filled the cup,
The wine he held, a sign of his love;
This cup I'll not drink with you again
Until we gather in heaven above.

主又拿起杯來，
祂說這杯是愛的新約。
我從今以後，必不再喝，
直到那一日在天家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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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崇拜適用
詩篇 8 上帝的榮耀和人的尊貴
大衛的詩。交給聖詠團長，用迦特樂器。
領誦

1a

會眾

1b

領誦

2a

會眾

2b

領誦

3

會眾

4

領誦

5

會眾

6-8

領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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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上主──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孩童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我觀看你手指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你使他比上帝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
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牲畜、
空中的鳥、海裏的魚，
凡游在水裏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上主──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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